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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館長的話

     澳門科學館自開館以來，團隊一直堅持建館的使命穩步發展，作為

一個年輕有活力的科學館，我們深信活力源於科學的普及，讓人對生活

充滿認知及希望，在推動科普的同時，更注重人與人的連繫互動及切身

參與。

     在未來的規劃中，無論是科普展品、教育活動、科普劇場、天文活

動、科普工作坊及比賽活動等等，我們將應用更多創新科技及互動體驗

方式，在保障安全的環境下，讓不同年齡的參觀者認識科學、探索科學

及體驗科學。在這個大數據及智慧化時代，我們將更強化大數據應用於

管理及規劃方面，優化管理各項設施及資源的分配，同時提供更多具需

求及人性化的服務。

     回顧澳門科學館六年的成長歷程，衷心感謝有大家的互動參與，團

隊將繼續為參觀者帶來更多“創新”及“好玩”的科學體驗。

澳門科學館館長  邵漢彬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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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展覽
「印象．印像」特備展覽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印象．印像」印刷技術特

備展覽內容非常豐富，分為兩期展出。第一期的展期為6月12
日至9月17日，展出包括由台灣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提供超過
60件印刷業的珍貴文物及器材模型。公眾可透過多媒體展品、
互動遊戲及工作坊認識古今中外的印刷技術、各種特色印刷工

藝，例如：平版印刷、絲網印刷、燙金、UV、擊凸及浮水印
等、了解印刷背後的科學原理，以及最新的印刷科技。

第二期的展期為10月1日至11月29日，展覽加設有澳門印刷業
歷史專區，展出由澳門印務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印刷業

界代表及歷史學者提供的二十多件本地特色展品。

短期展覽
澳門科學館除了提供長期展覽及每年的特備展覽之外，還展出不同

主題的科普短期展覽，吸引不同層面的訪客參觀。

科普教育影片廊 ― 中國珍稀物種系列展覽
為加深公眾對中國珍稀及瀕危物種的認識，本館與上海科技館

合辦「科普教育影片廊 ― 中國珍稀物種系列展覽」。由2月20
日至5月10日在本館展覽中心二號展廳舉行，內容主要介紹中
國大鯢、文昌魚、岩羊、揚子鱷及震旦鴉雀等多種國家重點保

護野生動物。

藍光LED展覽
為響應「2015國際光及光基技術年」，讓公眾認識藍光LED對
現代照明及通訊等的貢獻及廣泛應用，澳門科學館由4月24日

圖片說明:

 「印象．印像」特備展覽 

 「印象．印像」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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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科普教育影片廊 ― 中國珍稀物種系列展覽」。由2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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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鯢、文昌魚、岩羊、揚子鱷及震旦鴉雀等多種國家重點保

護野生動物。

藍光LED展覽
為響應「2015國際光及光基技術年」，讓公眾認識藍光LED對
現代照明及通訊等的貢獻及廣泛應用，澳門科學館由4月24日

圖片說明:

 科普教育影片廊-中國珍稀物種系 

 列展覽

 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 

 「樂印·烙印」展覽

  樂高模型展覽

至5月6日舉辦藍光發光二極體(LED)展覽，內容涵蓋發光二極
體 (LED)的發明、原理、應用及近年藍光技術的發展。為配合
展覽內容，本館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藍光之父 ― 中村修二教
授來澳進行專題演講。

地球最後的樂土 ― 中葡深海探索展覽
澳門科學館與聖若瑟大學合辦之「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

探索展，由5月8日至31日在本館大堂展覽廳展出。展覽包括多
種蘊藏在深海海床的動植物及其他天然資源的照片及錄像，以

及來自葡萄牙的小型遙控潛水探測器。活動期間，場內更有小

型工作坊，讓公眾參與模擬深海探測的過程。

「樂印．烙印」展覽

澳門科學館主辦，藝科發展有限公司協辦的「樂印．烙印」展

覽，於8月11日至9月17日在大堂展覽廳展出。這是一個生動
有趣的小展覽，以可愛的圖文介紹印刷術和烙畫。現場除了有

多幅高水準烙畫外，更有一系列道具給觀眾「自拍」，讓大家

體會到當中的樂趣。

樂高模型展覽

9月25日至12月28日，由旅遊局舉辦的「樂高模型展覽」在澳
門科學館大堂展覽廳舉行，展出三組以澳門盛事及地標設計的

樂高模型，題材包括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跑道起步點、澳門旅

遊塔及澳門半島地圖。展覽廳地面以賽車跑道設計裝飾，展櫃

以賽車風格設計；同場展出樂高最新賽車產品、互動攝影區

及 “澳門名勝x樂高人仔”畫框展板相片展。本館特別附加賽車比
拼遊戲，禮品店內亦準備了相關產品，展覽期間吸引到眾多訪

客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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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印像」特備展覽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印象．印像」印刷技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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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科普教育影片廊 ― 中國珍稀物種系列展覽」。由2月20
日至5月10日在本館展覽中心二號展廳舉行，內容主要介紹中
國大鯢、文昌魚、岩羊、揚子鱷及震旦鴉雀等多種國家重點保

護野生動物。

藍光LED展覽
為響應「2015國際光及光基技術年」，讓公眾認識藍光LED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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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凝‧望‧穹蒼」天文攝影展

 印刷術體驗

「凝·望·穹蒼」天文攝影展
由澳門科學館與澳門天文學會合辦之「凝 ·望 ·穹蒼」天文攝影
展，於2015年12月19日至2016年2月21日在展覽中心二號展
廳舉行。本館希望藉此展覽培養公眾學習天文科學的興趣，分

享拍攝心得，同時向參觀者宣揚保護星空的重要性。是次公開

展覽的天文攝影作品數量達一百幅。展覽設有投影區、親子工

作坊及流動球幕放映區，讓參觀者從多個角度體驗星空的奧妙。

科普活動
親子系列工作坊

澳門科學館逢週六、週日及節假日等舉辦不同主題之親子工作

坊活動，訪客可攜幼到現場報名參加。訪客對工作坊反應熱烈，

吸引不少外地訪客駐足排隊參加。本年度舉辦之主題親子工作

坊系列包括：新年環保爆竹親子工作坊、中國珍稀動物親子工

作坊、羊年環保文具架及綿花羊娃娃親子工作坊、復活彩蛋親

子工作坊、神奇縮小箱親子工作坊、印刷術體驗親子工作坊、

搞怪十字繡親子工作坊、印刷術體驗親子工作坊、天文攝影展

親子工作坊、天文館暑期親子天文班及星語星願聖誕親子天文

班等；活動以DIY手作的有趣方式介紹不同節日之由來、傳統
習俗及簡單科學知識。透過共同合作及互動的形式，讓家長和

小朋友一起製作小手工，學習科普知識。2015年共舉辦了98
場工作坊，參與人數總計1,0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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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復活彩蛋」工作坊

 「搞怪十字繡」工作坊

 「新年環保爆竹」工作坊

 「神奇縮小箱」工作坊

 「羊年環保文具架及綿花羊娃娃」 

 工作坊

 暑期親子天文班第二期 

 中國珍稀動物工作坊

 暑期親子天文班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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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暑期活動
本年暑期活動共設有10個課題，分別是電子製作班、科普手作
班、烙畫筆創作班、天氣瓶、3 D筆創作班、我是化學家、
MSC偵查員、Lego Mindstorms機械人班、Scratch Jr 程式
設計班、科學魔術班，以小班教學方式讓青少年及兒童在暑期

裡學習更多的課外知識。參與人數總計115人。

系列講座
2015年舉辦了多場講座，主題有地球環境、天文、印刷技術
等，合共有977名觀眾參加。

「宇宙的熱潮•2014年重要天文事件回顧」講座
天文館於1月30日及2月13日舉辦了「2014年重要天文事件回
顧」講座，講座分為前後兩篇，為觀眾回顧了：羅塞塔-菲萊探
測器探索彗星、2014年10月8日月全食再臨澳門、好奇號火星
車的新發現、中國月球和火星探測進展、中國科幻小說電影化

及帶給天文科普的啟示等天文事件。

圖片說明:

 3D筆工作坊

 魔術班

 「天氣瓶 」課堂

 烙畫筆創作班

「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設計專業結合印刷技術科普講座
為配合「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澳門科學館於6月13日
及14日舉辦「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講座，內容圍繞當代設計專
業及印刷技術知識。科普講座分為三個單元，分別是「點紙，設

計，印刷咁簡單」、「印刷工藝，奇幻變化」及「澳門多媒體未

來趨勢」，參觀者可從中吸收印刷術相關的科學知識。

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星星去哪兒」光污染講座

天文館於9月24日為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舉辦了「星星去哪兒」
講座，活動帶領長者體驗無光害下的星空，了解光污染的成因

及其對天文觀測的影響。是次講座與社福團體合作，為五十多

位高齡長者提供欣賞球幕節目的機會和最新的可視化天文知識。

「一步一腳印 ― 走過印刷之路」科普講座
為配合「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第二期的展出，本館於10
月3日，邀請台灣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蘇芳儀廳長及澳
門文化局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李淑儀博士，分別主持「一本書

的奇幻旅程」及「從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外文館藏看二十世紀前

澳門鉛活字印刷業的發展」兩個講座，內容涵蓋印刷術的歷史、

科技原理及澳門印刷業的發展。

科普活動競賽
「拍攝．科學」創作比賽及頒獎禮

為鼓勵公眾多關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科學知識，澳門科學

館嘗試以創意與科技應用於推動科學普及教育，舉辦「拍攝．

科學」 ─ 2015澳門科學館多媒體創作比賽，是次比賽共收到
超過50份作品。頒獎典禮於5月9日在會議中心舉行，當日共
70人參與。各優勝者除獲豐富獎品外，更被邀請參與5月17日
下午在媽閣廟前地舉行之「澳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在本

館的攤位內展示其得獎作品，與公眾分享創作成果。

「特攝．科學」多媒體創作比賽

澳門科學館一直致力於推廣科學普及教育，期望透過各類型的

特備展覽及活動為公眾提供有趣的科學知識。2015年的多媒體
創作比賽於9月21日至2016年2月21日進行，鼓勵本澳青年人
發揮創作力。為配合2016年特備展覽「恐龍活現濠江」，多媒
體影片以恐龍為主題，學生可藉此了解遠古時期的生物並融合

於藝術創意內。參賽者除有機會獲得豐富獎品外，作品更會被

採納到澳門科學館有關媒介中與公眾一同欣賞。

澳門科學館恐龍填色比賽

為配合2016年展出的「恐龍活現濠江」大型展覽，增加學生對
恐龍這種遠古生物的興趣，澳門科學館由2015年12月1日至
2016年1月17日期間舉行恐龍填色比賽。所有得獎作品將於
「恐龍活現濠江」展覽期間張貼在澳門科學館內供公眾欣賞。

「建築．建竹」科普講座

澳門竹棚專業人士趙成蔚先生、專業搭棚師傅梁和先生應本館

邀請於2月1日舉辦專題講座，為本澳市民講解有關搭棚的基本
知識及其背後的科學原理，同場更設有實地小型搭棚工作坊。

「情迷．星空」科普講座

2月14日情人節當天，天文館舉辦「情迷·星空」科普講座。澳
門天文學會會長李志輝和理事長吳建瑩串連敘述了夜空星座中

的愛情傳說、玫瑰星雲、夏季星空的牛郎織女、七姊妹星、仙

女座星系等與愛情有關的眾多天文概念，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元

素和節日氛圍普及天文學知識。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講座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工
程學院材料系教授、「藍光之父」中村修二教授於4月24日應
邀親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暢談藍光LED之應用與未來展望。
講座反應熱烈，不少本地學生與專業人士更把握機會與中村修二

教授互動並作即場提問。

「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講座
5月8日及9日，「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特設四個
公開科普講座，為公眾講解深海被視為地球最後的樂土的原因，

重要金屬來源之一深海熱泉系統對經濟的意義，以及近年來中

葡兩國的重要深海探測研究及最新發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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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暑期活動
本年暑期活動共設有10個課題，分別是電子製作班、科普手作
班、烙畫筆創作班、天氣瓶、3 D筆創作班、我是化學家、
MSC偵查員、Lego Mindstorms機械人班、Scratch Jr 程式
設計班、科學魔術班，以小班教學方式讓青少年及兒童在暑期

裡學習更多的課外知識。參與人數總計115人。

系列講座
2015年舉辦了多場講座，主題有地球環境、天文、印刷技術
等，合共有977名觀眾參加。

「宇宙的熱潮•2014年重要天文事件回顧」講座
天文館於1月30日及2月13日舉辦了「2014年重要天文事件回
顧」講座，講座分為前後兩篇，為觀眾回顧了：羅塞塔-菲萊探
測器探索彗星、2014年10月8日月全食再臨澳門、好奇號火星
車的新發現、中國月球和火星探測進展、中國科幻小說電影化

及帶給天文科普的啟示等天文事件。 圖片說明: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講座

 「建築．建竹」科普講座

 「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 

  索展」講座 

「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設計專業結合印刷技術科普講座
為配合「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澳門科學館於6月13日
及14日舉辦「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講座，內容圍繞當代設計專
業及印刷技術知識。科普講座分為三個單元，分別是「點紙，設

計，印刷咁簡單」、「印刷工藝，奇幻變化」及「澳門多媒體未

來趨勢」，參觀者可從中吸收印刷術相關的科學知識。

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星星去哪兒」光污染講座

天文館於9月24日為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舉辦了「星星去哪兒」
講座，活動帶領長者體驗無光害下的星空，了解光污染的成因

及其對天文觀測的影響。是次講座與社福團體合作，為五十多

位高齡長者提供欣賞球幕節目的機會和最新的可視化天文知識。

「一步一腳印 ― 走過印刷之路」科普講座
為配合「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第二期的展出，本館於10
月3日，邀請台灣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蘇芳儀廳長及澳
門文化局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李淑儀博士，分別主持「一本書

的奇幻旅程」及「從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外文館藏看二十世紀前

澳門鉛活字印刷業的發展」兩個講座，內容涵蓋印刷術的歷史、

科技原理及澳門印刷業的發展。

科普活動競賽
「拍攝．科學」創作比賽及頒獎禮

為鼓勵公眾多關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科學知識，澳門科學

館嘗試以創意與科技應用於推動科學普及教育，舉辦「拍攝．

科學」 ─ 2015澳門科學館多媒體創作比賽，是次比賽共收到
超過50份作品。頒獎典禮於5月9日在會議中心舉行，當日共
70人參與。各優勝者除獲豐富獎品外，更被邀請參與5月17日
下午在媽閣廟前地舉行之「澳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在本

館的攤位內展示其得獎作品，與公眾分享創作成果。

「特攝．科學」多媒體創作比賽

澳門科學館一直致力於推廣科學普及教育，期望透過各類型的

特備展覽及活動為公眾提供有趣的科學知識。2015年的多媒體
創作比賽於9月21日至2016年2月21日進行，鼓勵本澳青年人
發揮創作力。為配合2016年特備展覽「恐龍活現濠江」，多媒
體影片以恐龍為主題，學生可藉此了解遠古時期的生物並融合

於藝術創意內。參賽者除有機會獲得豐富獎品外，作品更會被

採納到澳門科學館有關媒介中與公眾一同欣賞。

澳門科學館恐龍填色比賽

為配合2016年展出的「恐龍活現濠江」大型展覽，增加學生對
恐龍這種遠古生物的興趣，澳門科學館由2015年12月1日至
2016年1月17日期間舉行恐龍填色比賽。所有得獎作品將於
「恐龍活現濠江」展覽期間張貼在澳門科學館內供公眾欣賞。

「建築．建竹」科普講座

澳門竹棚專業人士趙成蔚先生、專業搭棚師傅梁和先生應本館

邀請於2月1日舉辦專題講座，為本澳市民講解有關搭棚的基本
知識及其背後的科學原理，同場更設有實地小型搭棚工作坊。

「情迷．星空」科普講座

2月14日情人節當天，天文館舉辦「情迷·星空」科普講座。澳
門天文學會會長李志輝和理事長吳建瑩串連敘述了夜空星座中

的愛情傳說、玫瑰星雲、夏季星空的牛郎織女、七姊妹星、仙

女座星系等與愛情有關的眾多天文概念，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元

素和節日氛圍普及天文學知識。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講座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工
程學院材料系教授、「藍光之父」中村修二教授於4月24日應
邀親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暢談藍光LED之應用與未來展望。
講座反應熱烈，不少本地學生與專業人士更把握機會與中村修二

教授互動並作即場提問。

「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講座
5月8日及9日，「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特設四個
公開科普講座，為公眾講解深海被視為地球最後的樂土的原因，

重要金屬來源之一深海熱泉系統對經濟的意義，以及近年來中

葡兩國的重要深海探測研究及最新發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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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暑期活動
本年暑期活動共設有10個課題，分別是電子製作班、科普手作
班、烙畫筆創作班、天氣瓶、3 D筆創作班、我是化學家、
MSC偵查員、Lego Mindstorms機械人班、Scratch Jr 程式
設計班、科學魔術班，以小班教學方式讓青少年及兒童在暑期

裡學習更多的課外知識。參與人數總計115人。

系列講座
2015年舉辦了多場講座，主題有地球環境、天文、印刷技術
等，合共有977名觀眾參加。

「宇宙的熱潮•2014年重要天文事件回顧」講座
天文館於1月30日及2月13日舉辦了「2014年重要天文事件回
顧」講座，講座分為前後兩篇，為觀眾回顧了：羅塞塔-菲萊探
測器探索彗星、2014年10月8日月全食再臨澳門、好奇號火星
車的新發現、中國月球和火星探測進展、中國科幻小說電影化

及帶給天文科普的啟示等天文事件。

圖片說明:

 「一步一腳印 ─ 走過印刷之路」 

 科普講座

 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星星去哪 

 兒」光污染講座

 「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設計專業 

 結合印刷技術科普講座

「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設計專業結合印刷技術科普講座
為配合「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澳門科學館於6月13日
及14日舉辦「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講座，內容圍繞當代設計專
業及印刷技術知識。科普講座分為三個單元，分別是「點紙，設

計，印刷咁簡單」、「印刷工藝，奇幻變化」及「澳門多媒體未

來趨勢」，參觀者可從中吸收印刷術相關的科學知識。

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星星去哪兒」光污染講座

天文館於9月24日為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舉辦了「星星去哪兒」
講座，活動帶領長者體驗無光害下的星空，了解光污染的成因

及其對天文觀測的影響。是次講座與社福團體合作，為五十多

位高齡長者提供欣賞球幕節目的機會和最新的可視化天文知識。

「一步一腳印 ― 走過印刷之路」科普講座
為配合「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第二期的展出，本館於10
月3日，邀請台灣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蘇芳儀廳長及澳
門文化局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李淑儀博士，分別主持「一本書

的奇幻旅程」及「從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外文館藏看二十世紀前

澳門鉛活字印刷業的發展」兩個講座，內容涵蓋印刷術的歷史、

科技原理及澳門印刷業的發展。

科普活動競賽
「拍攝．科學」創作比賽及頒獎禮

為鼓勵公眾多關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科學知識，澳門科學

館嘗試以創意與科技應用於推動科學普及教育，舉辦「拍攝．

科學」 ─ 2015澳門科學館多媒體創作比賽，是次比賽共收到
超過50份作品。頒獎典禮於5月9日在會議中心舉行，當日共
70人參與。各優勝者除獲豐富獎品外，更被邀請參與5月17日
下午在媽閣廟前地舉行之「澳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在本

館的攤位內展示其得獎作品，與公眾分享創作成果。

「特攝．科學」多媒體創作比賽

澳門科學館一直致力於推廣科學普及教育，期望透過各類型的

特備展覽及活動為公眾提供有趣的科學知識。2015年的多媒體
創作比賽於9月21日至2016年2月21日進行，鼓勵本澳青年人
發揮創作力。為配合2016年特備展覽「恐龍活現濠江」，多媒
體影片以恐龍為主題，學生可藉此了解遠古時期的生物並融合

於藝術創意內。參賽者除有機會獲得豐富獎品外，作品更會被

採納到澳門科學館有關媒介中與公眾一同欣賞。

澳門科學館恐龍填色比賽

為配合2016年展出的「恐龍活現濠江」大型展覽，增加學生對
恐龍這種遠古生物的興趣，澳門科學館由2015年12月1日至
2016年1月17日期間舉行恐龍填色比賽。所有得獎作品將於
「恐龍活現濠江」展覽期間張貼在澳門科學館內供公眾欣賞。

「建築．建竹」科普講座

澳門竹棚專業人士趙成蔚先生、專業搭棚師傅梁和先生應本館

邀請於2月1日舉辦專題講座，為本澳市民講解有關搭棚的基本
知識及其背後的科學原理，同場更設有實地小型搭棚工作坊。

「情迷．星空」科普講座

2月14日情人節當天，天文館舉辦「情迷·星空」科普講座。澳
門天文學會會長李志輝和理事長吳建瑩串連敘述了夜空星座中

的愛情傳說、玫瑰星雲、夏季星空的牛郎織女、七姊妹星、仙

女座星系等與愛情有關的眾多天文概念，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元

素和節日氛圍普及天文學知識。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講座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工
程學院材料系教授、「藍光之父」中村修二教授於4月24日應
邀親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暢談藍光LED之應用與未來展望。
講座反應熱烈，不少本地學生與專業人士更把握機會與中村修二

教授互動並作即場提問。

「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講座
5月8日及9日，「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特設四個
公開科普講座，為公眾講解深海被視為地球最後的樂土的原因，

重要金屬來源之一深海熱泉系統對經濟的意義，以及近年來中

葡兩國的重要深海探測研究及最新發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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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暑期活動
本年暑期活動共設有10個課題，分別是電子製作班、科普手作
班、烙畫筆創作班、天氣瓶、3 D筆創作班、我是化學家、
MSC偵查員、Lego Mindstorms機械人班、Scratch Jr 程式
設計班、科學魔術班，以小班教學方式讓青少年及兒童在暑期

裡學習更多的課外知識。參與人數總計115人。

系列講座
2015年舉辦了多場講座，主題有地球環境、天文、印刷技術
等，合共有977名觀眾參加。

「宇宙的熱潮•2014年重要天文事件回顧」講座
天文館於1月30日及2月13日舉辦了「2014年重要天文事件回
顧」講座，講座分為前後兩篇，為觀眾回顧了：羅塞塔-菲萊探
測器探索彗星、2014年10月8日月全食再臨澳門、好奇號火星
車的新發現、中國月球和火星探測進展、中國科幻小說電影化

及帶給天文科普的啟示等天文事件。

圖片說明:

 「拍攝．科學」創作比賽及頒獎禮

 恐龍填色比賽單張

「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設計專業結合印刷技術科普講座
為配合「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澳門科學館於6月13日
及14日舉辦「科技 x 想像 x 印象」講座，內容圍繞當代設計專
業及印刷技術知識。科普講座分為三個單元，分別是「點紙，設

計，印刷咁簡單」、「印刷工藝，奇幻變化」及「澳門多媒體未

來趨勢」，參觀者可從中吸收印刷術相關的科學知識。

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星星去哪兒」光污染講座

天文館於9月24日為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舉辦了「星星去哪兒」
講座，活動帶領長者體驗無光害下的星空，了解光污染的成因

及其對天文觀測的影響。是次講座與社福團體合作，為五十多

位高齡長者提供欣賞球幕節目的機會和最新的可視化天文知識。

「一步一腳印 ― 走過印刷之路」科普講座
為配合「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第二期的展出，本館於10
月3日，邀請台灣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蘇芳儀廳長及澳
門文化局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李淑儀博士，分別主持「一本書

的奇幻旅程」及「從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外文館藏看二十世紀前

澳門鉛活字印刷業的發展」兩個講座，內容涵蓋印刷術的歷史、

科技原理及澳門印刷業的發展。

科普活動競賽
「拍攝．科學」創作比賽及頒獎禮

為鼓勵公眾多關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科學知識，澳門科學

館嘗試以創意與科技應用於推動科學普及教育，舉辦「拍攝．

科學」 ─ 2015澳門科學館多媒體創作比賽，是次比賽共收到
超過50份作品。頒獎典禮於5月9日在會議中心舉行，當日共
70人參與。各優勝者除獲豐富獎品外，更被邀請參與5月17日
下午在媽閣廟前地舉行之「澳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在本

館的攤位內展示其得獎作品，與公眾分享創作成果。

「特攝．科學」多媒體創作比賽

澳門科學館一直致力於推廣科學普及教育，期望透過各類型的

特備展覽及活動為公眾提供有趣的科學知識。2015年的多媒體
創作比賽於9月21日至2016年2月21日進行，鼓勵本澳青年人
發揮創作力。為配合2016年特備展覽「恐龍活現濠江」，多媒
體影片以恐龍為主題，學生可藉此了解遠古時期的生物並融合

於藝術創意內。參賽者除有機會獲得豐富獎品外，作品更會被

採納到澳門科學館有關媒介中與公眾一同欣賞。

澳門科學館恐龍填色比賽

為配合2016年展出的「恐龍活現濠江」大型展覽，增加學生對
恐龍這種遠古生物的興趣，澳門科學館由2015年12月1日至
2016年1月17日期間舉行恐龍填色比賽。所有得獎作品將於
「恐龍活現濠江」展覽期間張貼在澳門科學館內供公眾欣賞。

「建築．建竹」科普講座

澳門竹棚專業人士趙成蔚先生、專業搭棚師傅梁和先生應本館

邀請於2月1日舉辦專題講座，為本澳市民講解有關搭棚的基本
知識及其背後的科學原理，同場更設有實地小型搭棚工作坊。

「情迷．星空」科普講座

2月14日情人節當天，天文館舉辦「情迷·星空」科普講座。澳
門天文學會會長李志輝和理事長吳建瑩串連敘述了夜空星座中

的愛情傳說、玫瑰星雲、夏季星空的牛郎織女、七姊妹星、仙

女座星系等與愛情有關的眾多天文概念，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元

素和節日氛圍普及天文學知識。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講座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工
程學院材料系教授、「藍光之父」中村修二教授於4月24日應
邀親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暢談藍光LED之應用與未來展望。
講座反應熱烈，不少本地學生與專業人士更把握機會與中村修二

教授互動並作即場提問。

「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講座
5月8日及9日，「地球最後的樂土」中葡深海探索展特設四個
公開科普講座，為公眾講解深海被視為地球最後的樂土的原因，

重要金屬來源之一深海熱泉系統對經濟的意義，以及近年來中

葡兩國的重要深海探測研究及最新發現等。

4 5

5

54

13



2015全澳學界天文知識競賽
2015全澳學界天文知識競賽於12月12日在天文館內舉行，來
自本澳11所中學近300名學生參加是次即時互動的競賽活動。
澳門科學館天文館首次利用系統特效製作聯校競賽活動，選題

投影於球幕上，營造了獨特的競賽視效和身臨其境的答題氣氛；

學生對是次天文活動反應熱烈。

新科普劇場節目

科普劇場方面，繼《火箭三部曲》第一部《當火箭遇上飛機》

及第二部《酸辣國》之後，本館於2015年暑假期間推出了《火
箭三部曲》第三部《仰望太空》。2015年，本館共舉行了超過
130場科普劇場，並接待了超過9,100位觀眾觀賞。

天文活動
「點亮星辰」天文科普系列活動

「點亮星辰」是澳門科學館天文館舉辦的天文科普系列活動的

概念總稱，英文名稱為「Starry Night」。主要包括專題講座、
戶外觀測兩部分，並根據重要天象舉行特別活動，通過工作坊、

天象節目、路邊天文等多種形式，為公眾傳播天文知識。「點

亮星辰」寓意「雖然光污染的城市夜空星光黯淡，但讓我們一

起把星光點亮」，期望吸引更多公眾參加天文活動。2015年度
參加者總人數有1,300人之多。

圖片說明:

 2015全澳學界天文知識競賽

 新科普劇「仰望太空」

 中秋月亮觀賞

3.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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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秋季星空觀賞

 月球攝影入門 
 介紹邵逸夫天文學獎2015
 認識太陽

7月4日 專題講座：「天煞」天文異象

7月26日 路邊天文：金星木星觀賞夜

8月1日 專題講座：「星星去哪兒」光污染

9月5日 專題講座：澳門的星空-天文攝影欣賞

9月27日 路邊天文：中秋月亮觀賞

10月3日 專題講座：介紹邵逸夫天文學獎2015

10月10日 專題講座：認識太陽

10月17日 戶外觀測：秋季星空觀賞

11月7日 專題講座：月球攝影入門

12月5日 專題講座：天文愛好者入門指南

12月19日 戶外觀測：冬季星空觀賞及攝影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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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天文館影片「幻數協奏曲」

 天文館影片「蟲蟲教室 樹的一生」

 球幕短片「地球2.0」

天文館新球幕節目

2015年，天文館新上映影片有「飛行之夢3D」、「蟲蟲教室 

樹的一生」2D及3D版本、「幻數協奏曲」、自製情人節天象

特備片段、自製球幕短片《新視野號的冥王星之旅》及《地球

2.0》，多元的內容豐富了天文館的節目播放。2015年間，天

文館共接待了68,318人次。

天文專題企劃

星空下之科 in Love

為與公眾一起慶祝情人節，本館於1月30日、2月13日及14日，

舉辦了「星空下之科 in Love」情人節系列活動，除了於大堂

展覽廳展出「愛．科學1.0」展覽，還在館外的心形樹前佈置

了大型3D立體畫供情侶拍照留念，並設有「情迷．星空」科普

講座，活動期間於球幕節目前同場加映情人節特備天象片段，

館內活動共吸引超過300人參加。

澳門科技大學天文科學通識課

3月至11月，澳門科學館與澳門科技大學合辦「天文科學通識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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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星空下之科 in Love

 澳門科技大學天文科學通識課 

 澳門大學「星際計劃」

課程」，課程利用天文館系統實時演示。由澳門科技大學教授

為613名科大學生講授天球的基本概念、星座、太陽系行星、

矮行星、彗星、星系等天文知識。天文館還為課程特別設計了

「天文學就在你身邊」等實時片段，增添課程演示特效。

路邊天文—月全食觀測活動2015

4月4日，澳門科學館與澳門天文學會合辦「路邊天文—月全食

觀測活動2015」，活動利用球幕為觀眾解答了月食現象、成因

等問題，並在天文館內提供月食現場直播訊號。科學館海堤架

設了多座望遠鏡，讓公眾欣賞月食。現場科普氛圍濃厚，吸引

超過400人參加。

澳門大學學生「星際計劃」

澳門大學學生會天文學會「星際計劃」活動於10月24日及31

日在天文館啟動，計劃透過超高清球幕系統模擬繁星滿天的夜

空，讓學員以直觀的方式認識天文座標、天球基本概念、星座

神話和太陽系行星。該計劃促進了大學生與澳門科學館天文館

的合作，參加人數達140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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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館校合作」之酸鹼指示劑 

 「館校合作」之絲網印刷  

 「館校合作」之烙印筆

 志願者服務計劃頒獎禮 

科普培訓活動
「館校合作」計劃
澳門科學館於2015年向全澳中小學提供了共23個不同主題的科普
輔助課程及活動，包括3D Printer、烙畫筆、血跡可尋、鎖具奧
妙、電子製作、LEGO機械人、太空科普、絲網印刷、凸版及移
印、3D筆、化石考古、鐳射切割機及Arduino機械人等課程，為本
地28所中小學校及教育機構提供了136次培訓活動，服務了
3,970名中小學生及138名教師。此外，本館還參與了「聖若瑟教
區中學第五校慈善籌款日」、「澳門勞工子弟學校科技日」、「陳

瑞祺永援中學科研日」、「慈幼小學科學活動日」及「鮑思高粵華

小學親子科學日」等活動，參與師生達1,010人。

志願者服務計劃
志願者服務計劃的目的是為了吸引有興趣人士參與推廣科普教育及

利用餘暇服務社會。澳門科學館的志願者一直以來在本館都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在本館開幕的第一年，約有70位志願者接受培訓並
在館內從事展品介紹、團隊導賞及資料搜集等工作。志願者服務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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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DSA-天文館系統培訓課程及成果展

 機械工房培訓課程

 機械工房培訓課程

劃至今已累計有超過300位人員加入，志願者為公眾提供前線服務
及擔任科學講解。今年，本館於2月28日在會議廳為60位志願
者舉辦嘉許禮，感謝他們的辛勤工作。

DSA ― 天文館系統培訓課程及成果展
DSA-天文館系統培訓課程為天文館業界內之系統專業培訓課程，
讓與會者能夠更加了解系統、互相分享/使用研發成果、介紹新
軟體版本等。澳門科學館天文館於6月8日至11日成功舉辦了為
期四天的「DSA ― 天文館系統培訓課程」，主題為「Improving 
the Profession Under the Dome」，是首次於亞洲地區舉辦的天
文館系統專業培訓課程，歷屆於歐美等地區進行。課程內容以亞

太地區有關DS2球幕系統之使用者為優先對象，活動反應理想
，接近40位來自亞太區專業人士參加，是DSA培訓課程歷來參
加人數最多及歷時最長的培訓課程，提升了澳門科學館在國際天

文館界的聲譽。

培訓課程結束後，DSA ― 天文館系統培訓課程成果展於9月12
日在天文館內舉行。澳門科學館特別邀請本澳具有天文專業知識

人員，分別來自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天文學會、培道中學、勞工

子弟學校、鏡平學校及葡文學校，提供精彩的球幕演示作品。主

題主要圍繞探索銀河系、月球及太空探索的存在和演變、天文與

音樂、航行與星星等，活動吸引了近百人參加。

機械工房培訓課程
澳門科學館機械工房旨為澳門各學校提供優良的機械人科普及創

新科技教育設備和場地、提供CNC培訓課程以推廣CNC設備的
使用並讓學生們認識更多相關技術。本館今年繼續與多間學校進

行機械工房培訓活動，而目前部分學校亦已預約明年度之培訓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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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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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網上推廣媒介
新華網視頻合作 
應新華網邀請，本館於2015年參與「科普中國 — 科學原理一
點通」視頻合作計劃，開始提供由澳門科學館製作的科普視頻

資訊。新華網為中國內地最重要的官方網站之一，由北京總網

和分佈於中國各地的三十多個地方頻道及新華社的十多家子網

聯合組成，屬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中文新聞網站之一。該計劃

由新華網主辦，集合多個國內知名的科技館 /科學館及各大學
所提供的科普教育視頻資訊，透過新華網的多媒體平臺推廣科

普教育，管道迅速、傳遞層面廣闊，遍及整個中國內地及華人

社區。有關計劃旨為促進公眾對科學原理的理解，內容主要圍

繞「數、理、化、天、地、生」等欄目而製作片長約五分鐘的

視頻。

新宣傳介面

為擴大網路宣傳，澳門科學館全面優化及更新網頁設計及內容，

希望為瀏覽者提供本館不同服務的即時訊息，方便公眾隨時了

解最新資料。

除了利用現有社交網絡(Facebook、微博及Twitter、YouTube)發
佈本館最新資訊之外，隨著互聯網智能手機之廣泛使用，澳門

科學館更新增了官方微信帳號，以便將科普訊息及活動以新方

式發送給內地旅客及本地居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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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網頁設置更新

 旅遊業界合作計劃

對外宣傳
澳門科學館在本澳、香港及外地的電子媒體為2015年度各展覽
及活動作宣傳推廣，項目包括：

 澳亞衛視拍攝《澳門．共享繁榮》節目（上、下集），介紹 
 本館的設施及服務。
 澳廣視《澳門人．澳門事》節目介紹本館「星空下之科 in   
 Love」、科普劇場及「印象·印像」印刷技術展覽。
 澳門電台《發現新大陸》節目介紹本館「印象·印像」印刷  
 技術展覽及天文館與澳門天文學會合作之「點亮星辰」系列 
 活動。
 鳳凰衛視《與夢想同行》節目介紹本館的展覽及活動、天文 
 館，以及由本館自行研發的小型互動展品。
 梳打雜誌專題介紹本館各主要展覽、新節目及開幕六週年活動。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拍攝《賞遊澳門》節目第一 
 集介紹本館展覽中心。
 印尼電視台及網上媒體Migme在節目中簡介澳門科學館。
 泰國電視台到本館拍攝旅遊節目，同時介紹本澳各間博物館。

旅遊業界合作計劃
今年，澳門科學館繼續與澳門旅遊局合作宣傳。本館是「論區行

賞」步行路線「藝文探索之旅」的景點之一，經常會參與此步行

路線的推廣工作，包括宣傳短片及旅遊快訊製作等，並多次安排

外地的旅遊及傳媒業界到本館參觀。

旅遊業界合作計劃方面，今年有新增的酒店，共同向旅客宣傳本

館的展覽及活動；澳門科學館同時為計劃提供展覽中心、天文館

及紀念品店的優惠，項目有助推廣澳門多元化休閒城市之形象。

2.

3.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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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展廳於12月24日新增了機械人Alpha 1S，新機械人共有

十六組可移動關節，左右腳各有五組，左右手各有三組，並設有

專利編程軟件。演示人員可透過藍牙將機械人連線至相關行動裝

置(APP)，亦可用平板電腦同步將五台機械人連線，為公眾定時

進行嶄新的演示。另外，本館並會推出相關課程供有興趣人士及

學生學習。

展廳及展品方面1.

30

本館為「印象•印像」特備展覽自行開發「排版過三關」遊戲式

展品，此展品加入OpenCV電腦視覺技術，將趣味及教育元素

合一以吸引訪客，展品於展覽期間(6月12日至11月29日)對外

開放。

澳門科學館與本地教育機構合作，使用3D打印技術製作「科學

隊長」(Captain SURE) 以更新過往製作的「3D幻影箱」。更新

後的3D幻影箱用於2015年度科技活動周科普成果展(7月3日至7

月7日)及其他科普活動。展品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繼續向公眾展示

基礎科學原理，亦同時向公眾介紹3D打印此項新興技術。

排版過三關

3D幻影箱



31

本館為樂高模型展覽自行開發的「打造極速戰車」展品，使用

Raspberry Pi 微型電腦為主控制器，展品於展覽期間(9月25日
至12月28日)對外開放，為是次短期展覽增添吸引力。

本館將環保科學廳(十一號展廳)內的原展區「環保教室」位置名
為「水資源互動館」，以多媒體投影展示有關再生水的資訊，協

助澳門海事及水務局再生水及愛護水資源的教育推廣工作。展品

於2015年3月對外開放，澳門海事及水務局亦定期組織本澳學校
到環保科學廳參觀及進行導賞介紹。

澳門科學館一直致力推廣科學普及教育，不斷積極尋找各種吸引

的科普題材以便籌劃及更新館內之展廳，務求將不同的科普知識

帶給訪客。2015年，本館已著手為一號展廳(太空科學廳)引入
SOS (Science on a Sphere)系統作為一種教育工具；SOS用直
觀又生動的方式來推廣科普及環保信息，讓觀眾可以更直接感受

到星球的實際形狀，地球上的海陸地形、洋流分佈、全球即時的

衛星雲圖、地震及海溫資料等訊息。而十四號展廳(食物科學廳)
的新展覽主題則是「探索力學世界」，展品系列內容將圍繞著角

動量、科氏力、牛頓定律、傳輸等原理，透過直接的操作體驗來

引起對相關原理的興趣。

環保教室

打造極速戰車



本館於2015年9月開始為展覽中心鋁質外牆進行常規檢測工

程。於2015年11月20日，在工程期間懷疑是燒焊引致了火

警，主要受影響位置為中庭頂部用作採集自然光線的天窗及

外牆周邊位置，而受影響的展品佔總數百分之三。在確保公

眾安全之前提下，員工通力協作，展覽中心於2015年12月

19日已恢復對外開放。意外發生後，本館將進一步優化火警

及突發事件的應變流程和處理機制。

本館不時接待各界社福團體來訪及參觀，團體參觀後也曾給予

寶貴意見以完善館內設施。2015年12月期間，本館於展覽中

心、天文館及會議中心內的無障礙洗手間進行優化工程，將原

有的無障礙洗手間使用規格提升並增加設備，以方便行動不便

者使用相關設施。

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為配合日益增加之各類型活動，於2015年

12月進行會議廳貴賓室翻新工程。是次項目利用簡約設計，以

天花燈光線塑造出開揚效果，加強室內整體空間感，務求以實

而不華的方式為賓客提供完善之休憩及準備空間。除此之外，

會議廳貴賓室也新設預備區作隨行人員使用，讓活動協調更暢

順，令會議中心可提供多方位之會議功能服務。

32

在現時環保意識日漸提高下，澳門科學館希望藉此建立更綠色的

工作環境及管理模式。為此，本館於2015年8月開展相關工作；
首先以申請取得中國綠色建築設計標籤認證為起步，以便逐步推

進相關的環保優化及改善工作。綠色建築等級由低至高分為一星

級、二星級和三星級，而申請取得中國綠色建築設計標籤認證過

程中，所需要的資源及程序必須符合中國綠色建築評審體系所訂

之等級標準。本館將持續地優化軟、硬件設施及設備，以冀提升

人員的節能意識，滿足環保及節能的社會需求。

設備及設施方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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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數字統計1.
2015年，澳門科學館共接待訪客784,784人次。其中，展覽中

心接待了680,166人次，天文館接待了68,318人次，會議中心

接待了36,300人次。另外，館外科普教育方面，合共服務了本

澳5,118名中小學生及教師。

月份
展覽中心
人次

會議中心
人次

天文館
人次

合計

41,924

57,143

44,103

55,277

59,512

48,661

79,904

92,531

51,020

59,302

38,487

52,302

3,899

5,341

4,705

7,171

6,724

6,600

7,180

10,322

3,077

5,607

2,528

5,164

1,002

4,801

2,270

3,045

3,497

3,080

1,687

4,114

2,484

3,244

5,278

1,798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全年總人次

46,825

67,285

51,078

65,493

69,733

58,341

88,771

106,967

56,581

68,153

46,293

59,264

680,166 68,318 36,300 784,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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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預約參觀數字統計2.
2015年，澳門科學館展覽中心及天文館共接待898次團體預約

參觀，其中參觀展覽中心22,285人次，參觀天文館20,728人
次，合共43,013人次。

44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0

6000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團體參觀人次(展覽中心) 團體參觀人次(天文館)

團體參觀人次
(展覽中心)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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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與外地訪客數字統計3.
2015年，澳門科學館展覽中心及天文館共接待748,484人次訪

客，其中本地訪客363,069人次，外地訪客385,415人次。據澳

門統計局資料顯示，2015年總入境旅客人次為30,714,628，而

截至2015年12月底，澳門人口為646,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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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首項以恐龍為主題而籌備專題展覽。展品以栩栩如生的機械模

擬恐龍為主，帶領參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中生代時期，近距

離接觸來自三疊紀、侏羅紀及白堊紀時期的恐龍，親歷恐龍生活

的自然環境。展覽除了會重點介紹其中十四種雄霸陸地的恐龍，

講解恐龍如何成為生態系統中的頂級獵食者之外，亦會帶大家見

證第一隻於三疊紀孵化的恐龍，以及第一隻肉食性恐龍的直系後

裔 ― 始祖鳥。

本館利用了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技術設計製作了多項新穎的多

媒體互動展品「智闖中生代」系列，例如：體感虛擬實境「勇

闖恐龍世界」、擴增實境填色遊戲「龍仔活現科學館」、實境

擴增卡牌遊戲「恐龍競技學堂」、七十二隻恐龍小模型及恐龍

電子書來增進參觀者對認識恐龍的興趣及投入感。展覽期間，

本館會舉辦多項以恐龍為題的館校合作活動、科普講座、親子

工作坊、填色比賽、多媒體創作比賽、戲劇導賞、科普劇場及

「小小恐龍講解員」招募培訓等，歡迎不同年齡人士參與。

「恐龍活現濠江」特備展覽

為持續吸引公眾參與不同題材的科普項目，澳門科學館將舉辦兩項大型

特備展覽，包括：

1.

澳門科學館於2013年舉辦的「野外生態攝影年展」大受好評。

為此，本館將再次舉辦「野外生態攝影年展」，展示新一輯由

英國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和英國廣播公司商業分支所舉辦之

「2016野外生態攝影大賽」中之精彩作品，讓公眾加深對野外

及大自然之了解，從中提高大家對愛護環境的意識。相片以燈

箱的方式展出，除展出一百幅精選相片外，亦將在展覽中加入

由本館製作的多媒體展品及互動展品等。

「2016 野外生態攝影年展」特備展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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